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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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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研究成果针对机器人在灵巧操作过程中的复杂动力学特性、控制与传感网络的复杂传输特性，以
及操作环境与目标的复杂属性，通过团队成员二十余年的深入研究，建立了集感知、传输和控制的多模态机
器人智能控制理论方法。具体来说，针对灵巧操作过程中机械臂动力学建模难、多重时标和状态不确定等挑
战性问题，建立了基于多模态复合学习的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控制理论方法；针对人在回路的灵巧遥操作过
程中网络传输存在的不确定时延、信息丢包和乱序等挑战性问题，建立了针对机器人灵巧遥操作的多模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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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网络化智能控制理论；针对复杂环境下机器人灵巧操作过程中目标与环境属性复杂等挑战性问题，建立了
针对机器人灵巧操作的多模态视-触觉感知理论方法。
该项目成果形成了系统的面向机器人灵巧操作的智能控制理论体系，并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性成果。代
表性论文均发表于高影响力的国际学术期刊，并获得多位 IEEE Fellow 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以及国内外学
术奖项。在实践应用方面，相关理论成果已在空间机器人地面实验平台系统上获得验证，并应用于工业机器
人系统，以及国家空间遥操作飞行试验。
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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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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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巧操作是机器人的核心关键技术之一。然而，机器人实际操作过程中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多时标和不
确定动力学特性，采用传统的数学建模方法难以满足高性能控制器设计的要求。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重大仪器项目与面上项目等的支持下，针对机器人灵巧操作过程智能控制的关键科学问
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长期研究，在基于多模态复合学习的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控制方法和基于异构视-触觉
多模态信息融合的智能感知与操作方法，取得了一系列针对机器人灵巧遥操作的多模态网络化智能控制理论
和多模态感知理论的原创性成果。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并获得多位 IEEE Fellow 的充分肯定与
高度评价。
机器人智能操控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 2016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最佳科技创新奖”，以及 2016 与 2019 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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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机器人与系统大会（IROS）举办的“机器人自主抓取与操作”国际竞赛冠军。相关理论成果已在空间机器人
地面实验平台上获得验证，并应用于工业机器人系统，以及国家空间遥操作飞行试验。项目成果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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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巧操作是机器人领域的核心技术，具有理论难度大、应用范围广的特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机器人
系统呈现复杂非线性动力学、不确定网络属性和外部操作环境可变等特性，采用传统的控制方法难以满足高
性能控制器设计的要求。该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大仪器和 973 课题等的支持下，开展
了系统深入的长期研究，取得了系统性、原创性成果。主要包括：（1）提出了基于多模态复合学习的机器人
控制理论，解决灵巧操作过程中机械臂动力学难以精确建模、多重时标，以及状态难以量测等挑战性问题。
（2）提出了基于多模态网络化机器人控制理论方法，解决了人在回路的灵巧遥操作过程中网络传输存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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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时延、信息丢包和乱序等挑战性问题。
（3）提出了基于异构视-触觉多模态信息融合的机器人智能感知与
操作理论，解决了复杂环境下机器人灵巧操作过程中目标与环境属性复杂等挑战性问题。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机器人灵巧操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创新，促进了机器人灵巧操作基础理论的发展，
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获得了国内外的众多奖项以及重要比赛冠军。并且，该成果成功应用到了航天系统工
程和工业机器人系统中，成效显著。因此，该项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推荐该项目申报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项目简介

该成果属于机器人与信息其他多学科的交叉领域。
突破机器人高效灵巧操作的理论方法，是推动落实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灵
巧操作是机器人领域的核心难题，主要体现在操控过程呈现的复杂动力学特性，控制与传感网络的复杂传输
特性，以及操作环境与目标的复杂属性，严重影响了机器人操控过程的性能。该项目通过引入不同类型的表
示模型、控制模态与感知手段，经过长期研究，建立面向机器人灵巧操作的多模态智能建模、控制与感知的
理论方法，为解决复杂操控与复杂网络环境下的机器人灵巧操作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该项目组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在国内率先开展机器人与智能控制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工作，发起创办全国智
能控制研讨会，并出版了国内较早的机器人智能控制方面教材。历经三代人努力，针对机器人自主操作与遥
操作过程存在的动力学不确定、网络时空失配与异构多模态信息融合问题，建立了面向机器人灵巧操作的多
模态智能控制与感知理论与方法。主要科学发现为：
（1）针对灵巧操作过程中机器人动力学难以精确建模、多重时标，以及状态难以量测等挑战性问题，提
出了基于多模态复合学习的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控制方法，建立面向机器人灵巧操作的多模态智能控制理论。
（2）针对机器人多边灵巧遥操作过程中网络传输存在的非对称随机时延、信息丢包和乱序等挑战性问题，
提出了基于多模态复合建模的神经网络与模糊逻辑控制方法，建立了面向机器人灵巧遥操作的多模态自适应
网络化智能控制理论。
（3）针对复杂环境下机器人灵巧操作过程中目标与环境属性复杂等挑战性问题，提出了基于异构视-触
觉多模态信息融合的智能感知与操作方法，建立了面向机器人灵巧遥操作的多模态感知理论。
8 篇代表性论文均发表于该领域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引文作者包括 20 余位 IEEE Fellow。研究成果获得
Choon-Gang 国际学术一等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创新奖一等奖，以及 IEEE 仪器与测量协会颁发的
Andy Chi 最佳论文奖。项目组成员受邀担任 IEEE TCDS、IEEE T-ASE、IEEE TFS、IEEE TII、IEEE TSMC-S
等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重要国际期刊的 Associate Editor，创办国际期刊 Cognitive Computation and Systems，
并应邀在 ICRA、IROS 等国际重要会议上做大会报告与特邀报告 20 余次，两人入选 ESI 高被引学者。机器
人智能操控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 2016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最佳科技创新奖”，以及 2016 与 2019 年国际机器
人与系统大会（IROS）举办的“机器人自主抓取与操作”国际竞赛冠军。相关理论成果已应用于多类工业机
器人，以及国家空间遥操作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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